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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三家专门的金融法院呼之欲出！最高法：依法提高证券欺诈行为人违法成

本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在 3月 10日举行的 2022年

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系列全媒体直播访谈中表示，今年 2月

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标志着继上海金

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设立后，全国第三家专门的金融法院呼之欲出。按照《决

定》要求，成渝金融法院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刘贵祥介绍，2021年全国法院审结破产重整案件 732件，盘活资产 1.5 万亿元。

他强调，加强金融审判工作，防止金融“脱实向虚”。 

 

依法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 

提高证券欺诈行人违法成本 

 

刘贵祥表示，依法降低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成本，依法提高证券欺诈行为人的

违法成本，是证券审判的着力点。 

在降低维权成本方面，刘贵祥介绍，最高法在前期建立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示范判决机制的基础上，在证券法修订后的第一时间出台了证券代表人诉讼

司法解释，在法律制度层面支持中小投资者通过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

讼进行“搭便车”维权。司法解释发布后，上海金融法院审结原告魏某等 315名

投资者诉飞乐音响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一案，股民人均获得赔偿 39 万元，是普通

代表人诉讼的首次全面实践。同时，去年广州中院也审结了证券虚假陈述纠纷集

体诉讼一案。 

在提高违法成本方面，刘贵祥介绍，最高法今年 1月修改并重新发布证券虚

假陈述司法解释，其中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废除了起诉前置程序，也就是



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起诉和受理，不再以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为条件；二是明

确规定“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市公

司财务造假的，判令相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即

帮助造假的民事主体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织牢了“首恶”和“帮凶”的法

律责任之网。 

“我们还大力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用高质量金融审判保障国家金融战

略的实施，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刘贵祥介绍，今年 2 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出了《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标志着继上海金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

设立后，全国第三家专门的金融法院呼之欲出。“按照《决定》要求，成渝金融

法院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也就是跨省域管辖

金融案件。这无疑是加强金融审判体系建设、提高金融审判质量和效率的又一举

措。” 

 

加强金融审判工作 防止金融“脱实向虚” 

 

刘贵祥表示，金融审判在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中非常重要。人民法院加强金

融审判工作，就是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规范和引导金融“血脉”更好滋养

实体经济肌体，防止金融“脱实向虚”，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刘贵祥介绍，去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了 155万件金融民商事案件。在

法律适用上，认真落实对特殊市场主体的优先保护要求，对于金融消费者等交易

相对弱势方，基于法律特别规定予以特别保护。 

刘贵祥还表示，在维权程序上，最高法立足降低维权成本，建全了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加强行业调解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衔接，联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实现了银行、保险、证券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全覆盖。2021年，各地法院委

托银保监会诉前调解案件 6.6万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65%，还形成了“社会调解

在先，法院诉讼在后”的线上证券期货多元纠纷化解新格局。 

 

 

2021 年全国法院审结破产重整案件 732 件 



 

 

刘贵祥表示，2021 年全国法院审结破产重整案件 732 件，盘活资产 1.5 万

亿元，帮助 745 家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脱困重生，35 万名员工稳住就业岗位，充

分体现了破产重整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重要功能。 

刘贵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破产审判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去年全国法院

破产审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提高破产案件审理的专业化、信息化水平，

使结案量持续明显提高。2021 年收案 1.6 万余件，结案 1.2 万余件，增幅均超

过了 20%，案件审理周期从 2017 年的平均 577 天大幅缩减至 157 天，减少 420

天。 

“在案件审判理念上，我们一直强调‘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并举。”

他说，一方面，对于没有经营前景的企业，通过破产清算让其有序退出市场，及

时释放盘活经济要素和资源，节省司法资源及公共管理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发

挥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制度功能，及时挽救具有发展前景的困境企业。 

 

 

泄密！泄密！泄密！一宗收购案牵出三起内幕交易...... 

 

一宗收购案被查出发生 3 起内幕交易，涉事人总罚款金额近 8000 万

元。 

 

近日，海南证监局接连披露三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均是围绕某公司的

内幕交易行为。王某、李某夫妇因内幕交易，被罚没共计 664.63 万

元。陈某内幕交易的违法行为合计罚没 7272.49 万元。在内幕交易过

程中，陈某动用 1000 万元进行配资买入。 

 



 

 

该公司是一家日化产品公司，在洗发水业务不景气的背景之下，公司

调转方向投资游戏公司，在收购过程中就产生了上述内幕交易。 

 

缘起于收购游戏公司 

 

这起收购交易最早要追溯到 4 年前。2018 年以来，该公司管理层计

划立足于主营业务，在市场上寻求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上下游企业

或健康领域企业进行合作。 

 

2019 年，该公司开始将收购目标放宽到动漫及游戏类项目。 

 

2020 年 5 月底，杨某会见广州冰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

提出某上市公司有并购需求，向陈某了解其名下游戏公司是否愿意出

售。6 月初，陈某联系杨某向其介绍了 A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A 公司）和 B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 公司）的经营情况。 

 

2020 年 8 月 7 日，该公司与 A 公司、B 公司签署交易协议。同日，

该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收购 A公司、B 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8 月 10 日，该公司正式发布《关于收购 A 公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B 公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根据海南证监局一则行政处罚书显示，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冰鸟网

络董事长陈某实际控制和使用 2 个证券账户于 2020 年 8 月 4 日至 7

日合计买入“该公司”93.01 万股，成交金额 1811.01 万元。在内幕信

息公开后，陈某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成交金额 3634.04 万元，合计

获利 1818.12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陈某实际控制的 2 个账户都是配资账户。“谢某”账户

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合计转入 2010 万元，其中只有 500 万元来源于

陈某，“刘某”平安证券账户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刚开立，2020 年 8

月 4 日即大笔转入 1900 万元，其中 500 万元来源于陈某，剩余资金

皆是股票配资款。最终，海南证监局决定没收陈某违法所得 1818.12

万元，并处以 5454.37 万元罚款。 

 

前副董事长 17 通电话泄密 

 

在该公司收购过程中，还发生了两起与该公司前副董事长泄密有关的

内幕交易行为。 

 

在海南证监局披露的两张罚单中显示，王某、李某如夫妇因内幕交易

该公司，被罚没共计 664.62 余万元。向王某夫妇泄密的人是时任该公



司副董事长许某，内幕信息敏感期内，2020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

王某与许某壁存在 17 次手机通话。 

 

据证监局调查发现，王某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许某认识，王某名下的某

公司与许某创立的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两人会相约去朋友家聚会喝

茶，并曾一同旅行。 

 

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王某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3 日合计买入

“该公司”36.27 万股，成交金额 665.59 万元，合计获利 196.08 万元。

李某如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6 日合计买入“该公司” 3.76 万

股，成交金额 68.34 万元，获利 26.40 万元。 

 

海南证监局决定，没收王某违法所得 196.08 万元，并处以 392.15 万

元罚款；没收李某如违法所得 26.4 万元，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两人

累计被罚没 664.63 万元。 

 

打击内幕交易保持高压态势 

 

内幕交易违法行为对市场造成多重危害。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海锋

表示，从证券法的基本原则看，内幕交易严重违背公开、公平、公正

的三大原则；对大众投资人来说，内幕交易损害其平等知情权和财产



权益；从证券市场角度分析，内幕交易破坏市场资本定价，扰乱金融

市场运行秩序。 

 

重拳打击内幕交易一直是监管层的工作重点。来自证监会案件办理情

况显示，2021 年，证监会办理内幕交易案 201 起，案件数量连续 3

年下降。不过，关键环节问题较为突出。从案发主体看，法定信息知

情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约占六成，案发比例仍然较高。 

 

证监会曾公开表示，下一步将以全面落实《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

法活动的意见》为重点，聚焦关键领域，突出重大案件，坚持“一案双

查”，切实加大违法成本，有效提升执法威慑，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

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怀涛表示，打击内幕交易需要扎紧制度的

篱笆，包括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信

息披露制度、内部自律管理规则等。同时，要强化监管执法，对内幕

交易行为从严处罚。 

 


